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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2019年1月18日
星期五

TOD，对于成都来说还是个新鲜事
物，对于这座城市的市民来说还是稍显陌
生的英语缩写。

但当把这个词落在世界城市里，是“老
生常谈”，是“淋漓尽致”。

交通阻塞、城市空间无序蔓延、职住失
衡、环境污染，随着小汽车过度使用给城市
带来的负面影响，以新城市主义为代表的
美国城市规划建设新思想开始涌现，人们
试图寻找更为可持续的城市发展模式。

1993年，美国学者考尔索普教授正式
提出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城市发展模式

（TOD），这项将交通和土地利用综合考虑
的模式，之后成为了纽约等城市精明增长
框架内的重要内容之一，极大地促进了城
市的良性可持续发展。

日本，则已将这种模式融入到了城市
发展中。东京、大阪……置身日本，一列列
轨道列车穿梭于繁忙而有序的站城空间，
一座座TOD地标集聚着历史纵深感和未
来穿透力，书写改变城市格局的历史。

成都，是否该后发而上？
2018 年，成都常住人口超过 1600 万

人，这一数字位居全国第四位。近日发布的

《2018 年度中国主要城市交通分析报告》
中，成都的地铁出行便捷度综合得分为
0.88，居全国第五，但城市“交通健康指数”
排名第四十二位，处于亚健康状态，原因是
路网高峰拥堵路段里程较大，空间-高峰缓
行路段里程也比较大。

仲量联行成都战略顾问部资深董事邹
丽娟举例，较早规划的春熙路商圈是成都
人公认的核心区域，每到周末，大波人群涌
入，无疑造成了拥堵。“尽管成都正在进行
城市区域的扩散，但改变当前‘潮汐式’的
交通现状仍然有一定困难。”她指出，要缓

解“大城市病”，成都把原本的“一中心”转
换为“多中心”，而TOD是实现这种目的的
必然方式。

实际上，成都已在为“后发而至”做探
索。从顶层设计到具体层面操作的实施办
法，再到实施范围，成都相继出台了《成都
市人民政府关于轨道交通场站综合开发的
实施意见》《成都市轨道交通场站综合开发
实施细则》《轨道交通场站综合开发专项规
划》等，将成都全网 700 余个站点按照“城
市级、片区级、组团级和一般级”构建了四
级分级体系。

问成都，公园城市的时代价值今
年将有何具体体现？

问成都，东进今年如何整体成
势，勃发城市双核的“极”之威力？

问成都，如何担起“主干”之责，与
市州兄弟共同起飞于“一干多支、五区
协同”区域新格局？

问成都，动能转换今年将如何突
破，焕发成都全域协调发展的活力？

问成都，营商标杆城市打造付出
的真金白银，今年将有哪些收成？

问成都，谁来破局TOD，为破解
“大城市病”再书“成都样本”？

六问：再书“城市样本”，
TOD如何下笔？

钟楼附近的家和位于春熙路的公
司是成都市民小刘工作日的“两点一
线”。2018年12月26日，他再也不用“先
坐30分钟公交再换乘20分钟地铁”的
方式穿梭于这条线上了。

这天，成都地铁3号线二三期开通投
运，南接双流，北连新都，更多的市民解锁
新的出行方式，今年1月11日，客流刷新纪
录，总量突破了420万人次。地铁沿线的
每一个站点，都见证着并也将继续见证
这座城市发展和生活变迁的故事。

交通工具带来的远不应仅仅是出
行的便利。

缓解交通拥挤、降低通勤成本、实
现土地“解渴”、重塑城市格局，用以轨
道交通为脉络的TOD综合开发作为治
疗“大城市病”的“一剂良药”，已成为国
内外城市的共识和动作。而根据《成都
市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2035年）》，
到2035年，成都城市轨道线网将有37
条，共1696公里。

画下了宏伟轨道交通蓝图的成都，
目前轨道交通却还仅是交通。面临同样
的“大城市病”，成都是否也应“舶来”
TOD后发而至？在用TOD重塑城市格
局，如何下笔才能避免低效建设，再书
新的“城市样本”？

东京、大阪……随着一个又一个的城
市因发展 TOD 成为范本，更多的城市在
这几十年间也做出了各自的尝试，但并不
是每一座城市都取得了成功，花大力气建
设的站点最终未能“留人聚气”，沦为低效
建设。

既然后发，握着“前人栽树，后人乘
凉”的优势，成都如何抓住优势，在国内外
城市数十年的经验与试错中，取其精华，
去其糟粕。

精华何在？糟粕如何撇去？低效建设
如何避免？

西南交大经管学院教授周国华在“顶
层设计”这个词上画上了重点符号。他指
出，成都应跳过日本及欧美国家前期以单

一建筑为考量的低效开发过程，越过政府
与企业利益独立的屏障。“政府在上统筹，
民间力量在下托起。”他强调政府一定要摒
弃“单单看到站点周围的土地价值”这样的
短视观点，要“舍得”用完善的公共配套、有
力的政策、规划产业聚集等投入与企业一
起“投资”，才能共同盘活以站点为核心的

“新中心”。
规划下沉，落到 TOD 应如何发挥

“重塑城市格局”的作用。这一步中，第
一太平戴维斯华西区项目及开发顾问部
高级董事罗元均认为，成都应该有“因地
制宜”的头绪。成都于 2017 年提出的“东
进、南拓、西控、北改、中优”，亦是通过
扩展城市功能圈，引导人群分散流动，从

而纾解城市人口密度过大的“病症”，而
TOD 正可以成为帮助各区域形成人群
吸引力的重要支撑点。二者结合，轨道交
通与城市规划同步，“白纸”一样的外延
新站点 TOD 综合开发与轨道建设同步，
才能“1+1 大于 2”，合力将城市发展格局
扭转。

进一步细分至具体的站点，“同质化”
是导致低效建设的主要糟粕。

实现地上、地下、空中串联层叠，立体
连通，“吃住行游购娱文商会”功能耦合、业
态混合，是每个TOD项目的相同要素。而
要立起“多中心”，将“客流”转变为“留人”，
TOD还须差异化。

这是周国华反复强调的一个观点，站

点的功能、场景不应被“标准化”。“成都在
做每个站点的小规划时，都应该先做好定
位，再根据定位引入配套。”

如大阪“Grand Front”项目一样，开发
定位“走在世界科技最前端”，力求汇聚世
界最顶尖的“产学研展商”要素。为此，除高
端商住配套外，项目专注策划了“大阪知识
城”作为项目标识，并衍生出诸多科技型、
体验型业态，吸引了奔驰、松下等100多家
科技型企业争相进驻。

后发的成都，目前正在做“规划图”。
“一个TOD站点就是一个美丽宜居公园城
市社区”的顶层设计概念被提出，TOD和
城市谋得更多的契合点，欲再书新的“城市
样本”。

然而，即使有“旁城”的经验作为“肩
膀”，在TOD开发领域，成都仍是初出茅庐。
而要发起大体量的TOD项目，只靠政府力
量显然是孤独而单薄的。

少了实战经验作为扎实基础，实施
TOD 开发所需的大量专业人才在何处觅
得？“规划图”画好后，民间力量如何激发，垒
起实在的一砖一瓦，给TOD注入鲜活的血
液？一系列痛点，即将迎面而来。

周国华作为西南交大的教授，以专家身
份受成都轨道地产集团邀请，双方就TOD
开发做过几次交流。他认为，关于过于复杂的
TOD综合开发的研讨，不应“浅尝辄止”，专

业团队的组建迫在眉睫。“其实成都的专家资
源是很丰富的，中铁二院、西南交大在专业领
域都做得不错，成都和TOD做得很好的港
铁也是有合作的，现在的问题是交流没有完
全打通。”周国华建议尽快将专家资源整合为
一个团队，“要经常一起坐下来，图纸摆开，深
入研讨。”

图纸之后，要通过TOD模式用一砖一
瓦垒起城市“多中心”，如果只靠政府一方力
量，不只单薄，与缓解轨道交通建设资金压
力这一目的更是背道而驰。因此，民间力量
必须成为TOD开发的主力。

但关于民间力量的激发，牵扯的面更广、

利益主体更繁多。成都TOD开发这艘“大船”
如何邀请各方上船，再共同摇桨前行？

这一点，周国华认为也可借鉴日本——
激发民间力量推进城市更新和新城建设，是
日本大城市开发的鲜明特点，也是日本
TOD的“根本所在”。

支持多元力量参与TOD开发，目前已
有国内城市在试点，国内TOD颇具影响力
的上海莘庄“天荟”项目，就是由香港新鸿
基、上海上实实业、上海闵行城投三家各
持 35%、35%、30%的股份。其中新鸿基具
有技术、经验优势，上海上实实业和闵行
城投具有资金和属地优势，三者结合，厘

清了项目主体边界、技术边界、利益边界
和政策边界，从而产生了能量聚合效应。

因此，周国华认为成都所取之道，亦
可和日本一样，政府部门联合各个利益主
体，成立“都市更新会”。让各个主体代表
参与，在其中协调各方利益。“土地的协
调、企业的入驻、利益的分割，政府这只大
手把利益各方拢在一起，共同协商，分割
确权，看到了‘粮’，民间力量才会被激发出
来，发挥所长。”

共建共享，才能迎来新的城市。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尹沁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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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载千万人口，成都是否应“舶来”模式？

如何抓住后发优势，避免低效建设？

如何让专业人才、民间力量与政府共同“撑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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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日，互联网招聘平台BOSS直聘
在 成 都 举 办“ 野 草 葱 茏 ”-ECHO
2019年度伙伴大会，现场发布了《2019
年度人才资本趋势报告》（以下简称

《报告》）。
《报告》显示，2018年，杭州、成都、

武汉位居新一线城市人才需求量三
甲。此外，西安、郑州、成都，成为2018
年相对一线城市人才流动率最高的新
一线城市前三名。成都人才吸引力领
跑新一线城市。

据BOSS直聘副总裁唐路阳分析：

“成都作为新一线城市领头羊，孕育着
众多中小型企业和创业团队，在经济
波动之下，给了他们与大公司竞争人
才的好时机”。

2018年，杭州、成都、武汉
位居新一线城市人才需求量三甲

根据《报告》，2018年，杭州、成都、
武汉位居新一线城市人才需求量三
甲。新一线城市平均招聘薪资为7193
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7%。截至2018年
12月，新一线城市相对一线城市的平

均人才流动率为1.19，2017年则为
1.11，显示人才净流入增幅显著。2018
年，一线城市来成都期望薪资达10589
元，高出平均招聘薪资近3700元。

此外，2018年，15个新一线城市全
部实现对一线城市人才的净流入。西
安、郑州、成都，成为2018年相对一线
城市人才流动率最高的新一线城市前
三名。

“成都作为新一线城市领头羊，孕
育着众多中小型企业和创业团队，在
经济波动之下，给了他们与大公司竞

争人才的好时机，同时也进一步推
动了人才来蓉就业。”BOSS直聘副
总裁唐路阳分析认为，当前，大公司
的吸引力会有所下降，同时会有人
才因为企业客观因素而产生离职念
头，这时创业公司和中小型企业的
机会凸显。

成都人才活力及人才吸引力
名列前茅

其实，成都人才吸引力领跑新一
线城市，除了boss直聘发布的《2019年

度人才资本趋势报告》中有显示和分
析，更多智库所出炉的人才报告中，也
显示了这一结论。

2018年下半年，完美世界教育研
究院和伽马数据联合发布的《2018年
游戏产业发展及人才需求特征分析报
告》显示，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深圳
的人才需求量占国内整体需求的半数
以上，成都的游戏人才需求超过深圳
位居第四。

2018年10月11日，创业黑马产业
研究院发布的《2018中国新经济活力

指数排行榜》对国内城市的人才活力
指数进行了分析排名，成都以13.81分
超过北京、上海、广州位列第二，和第
一名深圳仅差0.01分。

“榜单排名不简单强调（现有）规
模、绝对值，更看重增长率、发展潜
力。”创业黑马产业研究院副院长杨林
林表示，对新经济人才而言，生活和事
业在新一线城市更有“性价比”。成都
有优秀的人文环境、营商环境，在新一
线城市中脱颖而出。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王垚

《2019年度人才资本趋势报告》出炉 成都人才吸引力领跑新一线城市


